
活动商户优惠列表  

城市 时间 商场名
称

商户名称 优惠内容 活动细则

东莞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哈根达斯

活动一：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
至指定门店刷卡消费享88元品脱
半价优惠。
活动二：中信银行信用卡持卡人
至指定门店刷卡消费享0.6KG蛋糕
直减100元优惠。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
2、每位客户每次消费仅享1个产品半价优
惠；
3、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4、北京机场店除外

2017年3月18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 DQ冰雪皇后

活动一：刷中信银联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50元（含及以上）直减
25元，最高50元封顶；
活动二：刷中信银联信用卡，单
笔消费暴风雪系列小杯9元专享；

1、仅限“62”开头中信银联信用卡参与；
2、活动一和活动二优惠不同享，且不与门店
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4、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2017年4月19日-2017年5月31日
逢周三、周六，上午10点开始

——

屈臣氏

活动期间，至指定门店刷中信信
用卡单笔消费满160元（含及以
上）直减30元优惠；

1、每活动日限量4423个权益，先到先得，额
满即止；
2、不与门店其他优惠共享；
3、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惠权益；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 ——

活动期间，新客户通过屈臣氏商
户指定门店插卡宣传品、易百POS
小票等指定渠道扫描二维码，填
表后赠一张（满100元直减10元）
屈臣氏电子优惠券，申卡并核卡
60天内首刷赠一张50元屈臣氏电
子代金券；

1、新客户指客户此前未办有中信信用卡（蓝
卡、附属卡除外），或注销中信信用卡账户
180天以上；
2、首刷是指客户成为新客户那张卡的首刷，
举例：如卡片1在2017年4月20日被批核为新
客户，卡片2在2017年4月25日被批核，则本
活动首刷是指卡片1的首刷；首刷含取现、消
费和预授权完成；
3、50元电子代金券通过短信方式在次月10号
前发出（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
日），凭短信中串码到店进行兑换。计生用
品及屈臣氏分享卡除外不能使用，使用有效
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自动放
弃；
4、满100元直减10元电子优惠券通过短信方
式实时发送，仅限用于屈臣氏网上商城，使
用有效期至2017年9月15日，逾期不使用视作
自动放弃；
5、优惠券和电子代金券一旦兑换成功，不退
货，不折现；
6、券码使用及兑换门店问题详询4008211400
。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重要镇
街

驼铃印象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150元及以上
减75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2、每个权益最多减75元，不与店内其他优惠
同享，请以商户明示为准；
3、法定节假日期间活动（1月28日、2月1日
、2月11日、3月8日、5月3日）不可用。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星河、
鸿福商
圈/重要
镇街

湘阁里辣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100元及以上
减5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2、每个权益最多减50元，本活动不与店内其
他优惠同享，请以商户明示为准；
3、法定节假日期间活动（1月28日、2月1日
、2月11日、3月8日、5月3日）不可用。

2017年5月20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星河商
圈

一茶一座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150元及以上
减75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2、每个权益最多减75元，不与店内其他优惠
同享，请以商户明示为准；

2017年5月20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星河商
圈

万达文华酒店

西餐厅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西餐厅单人自

助午餐半价；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2、每个权益优惠一位，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
享，请以商户明示为准；



东莞

2017年5月20日-2017年6月30日
逢周三、周六

星河商
圈

万达文华酒店

西餐厅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西餐厅单人自

助晚餐半价；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2、每个权益优惠一位，不与店内其他优惠同

享，请以商户明示为准；

日餐厅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日餐厅单人自

助午餐半价；

日餐厅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日餐厅单人自

助晚餐半价；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

鸿福商
圈

稻香（南城店）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100元及以上

减5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2、每个权益最多减50元，本活动不与店内其
他优惠同享，请以商户明示为准；

2017年5月1日-2017年6月30日逢
周三、周六

重要镇
街

稻香（长安店）
逢每周三、六，中信银行信用卡
持卡人刷卡消费享满100元及以上

减50元

1、本活动全部商户每客户每月最多享2次优
惠权益；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2、每个权益最多减50元，本活动不与店内其
他优惠同享，请以商户明示为准；

活动商户门店信息：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

哈根达斯东莞东升店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星河城中心SPAR超市首层XH-1F-01号商铺 0769-23836320

哈根达斯东莞长安万达店 东莞市长安镇东门路万达广场1号门1056号铺 0769-83003981

哈根达斯东莞汇一城店 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200号第一国际汇一城购物中心时尚区首层A1101铺 0769-26991159

哈根达斯东莞东城万达店 东莞市东城区东纵路208号东城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一层1101B号铺 0769-87006539

DQ冰雪皇后（东莞东城万达店）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纵路208号万达广场3楼3002号 0769-22243005

DQ冰雪皇后（东莞星河城） 东莞市东城东路星河传说星河城首层1028铺 0769-23836953

DQ冰雪皇后（东莞长安万达）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东门中路一号万达广场二层2068号 0769-83003756

驼铃印象 东莞市厚街镇万达广场室内步行街3楼3016室 0769-82900789

湘阁里辣（大朗广场店） 东莞市大朗镇人和路43号(国信电器直入50米) 0769-83016656

湘阁里辣（大朗业丰店） 东莞市大朗镇莞樟路(业丰酒店停车大院内) 0769-83485860

湘阁里辣（大朗碧水店） 东莞市大朗镇松佛路229号(碧水天源对面) 0769-81115560

湘阁里辣（石碣富盈店） 东莞市石碣镇东风中路11号 0769-81816058

湘阁里辣（寮步香市店）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路石龙坑路段(泰隆酒店旁) 0769-82395158

湘阁里辣（桥头莲湖店） 东莞市桥头镇工业路266号 0769-83421125

湘阁里辣（长安街口店） 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富苑酒店侧 0769-85644068

湘阁里辣（长安中南店） 东莞市长安镇中南广场对面 0769-81875889

湘阁里辣（大岭山天和店） 东莞市大岭山镇教育路25号(工商银行对面) 0769-82781234

湘阁里辣（桥头广场店） 东莞市桥头镇桥光大道富城酒店地铺 0769-83421126

湘阁里辣（长安嘉年华店） 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环南路嘉年华城酒店斜对面 0769-85329650

湘阁里辣（长安福海店） 东莞市长安镇厦岗区福海广场对面 0769-81666892

湘阁里辣（松山湖科苑店） 东莞市松山湖工业北路科苑公寓3101号 0769-23075197

湘阁里辣（长安花园店） 东莞市长安乌沙李屋村振安二路(长安花园对面) 0769-85342020

湘阁里辣（松山湖绿荷店）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北部绿荷居A48号 0769-26623600

湘阁里辣（大岭山中兴店） 东莞市大岭山镇中兴路106号(万家花园大厦旁) 0769-82788366

湘阁里辣（厚街三屯店） 东莞市厚街镇万科生活广场一楼010-012号 0769-82682665

湘阁里辣（塘厦万科广场店） 东莞市塘厦镇迎宾大道万科生活广场L2-004铺 0769-81282858

湘阁里辣（长安万科广场店） 东莞市长安镇长青南路万科广场L4-018铺 0769-82926978

湘阁里辣（南城弥珍道店）  东莞市南城区东骏路16号香城名门花园2栋101-104 0769-21665969

湘阁里辣（大朗体育馆店）  东莞市市辖区大朗镇新世纪长盛广场步行街A区52-53号铺 0769-81062800

湘阁里辣（厚街广场店）  东莞市市辖区厚街镇厚街村厚街大道厚街万科城市广场B1-009号铺 0769-82902005

湘阁里辣（莞城万科） 东莞市莞城区东城西路与旗峰路交汇处万科城市广场2楼 0769-28822686

湘阁里辣（虎门人民店）  东莞市虎门镇博涌村人民北路路段(综合楼)一楼172号 0769-81688987

屈臣氏东莞太平沙太路店 东莞市虎门镇沙太路76号 0769-85510009/85518618

屈臣氏东莞石龙大华店 东莞石龙镇绿化路大华名店城首层商铺 0769-86889092

屈臣氏东莞地王广场店 东莞市莞城区东纵大道地王广场首层 0769-22340250/22340420

屈臣氏东莞虎门天河城店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太沙路64号天河城首层 0769-85029050/85029051



屈臣氏东莞厚街店 东莞市厚街镇康乐南路23号明丰广场首层F02商铺 0769-81635039

屈臣氏东莞SL时代广场店 东莞市石龙镇新桥路时代广场首层A01铺 0769-81700639

屈臣氏东莞黄江店 东莞市黄江镇袁屋村袁屋围路1号首层 0769-82308038

屈臣氏东莞长安地王广场店 东莞市长安镇长青南路303号长安地王广场一区首层 0769-81875781

屈臣氏东莞塘夏花园街店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花园街8号奥莎百货首层 0769-86257962

屈臣氏东莞常平迈亨名店城店 东莞市常平镇市场路侨立广场屈臣氏 0769-83336659

屈臣氏东莞厚街文化中心店 东莞市厚街镇康乐北路厚街文化中心屈臣氏 0769-85752122/22238141

屈臣氏东莞汇一城店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200号第一国际汇一城 0769-88050626

屈臣氏东莞天一城店 东莞市樟木头镇西城路11号天一城购物中心 0769-82863782

屈臣氏东莞新都会店 东莞市清溪镇鹿鸣路盛和新都会商场一楼1095、1096、1097号商铺 0769-82852022

屈臣氏东莞嘉荣店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泰和商业街首层 0769-23322703

屈臣氏东莞石排润升百货店 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富华新村1楼 0769-86651122

屈臣氏东莞嘉信茂店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西路凯德广场首层 0769-23023916

屈臣氏东莞百花广场店 东莞市常平镇市场路1号百花时代广场首层 0769-82550676

屈臣氏东莞寮步时代广场店 东莞市寮步镇红荔路景泰时代广场首层 0769-83218958

屈臣氏东莞润升百货店 东莞市企石镇振华路润升百货首层 0769-81236030

屈臣氏东莞冠鹏百货店 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永宁街1号首层 0769-87786011

屈臣氏东莞长安万达店 东莞市长安镇宵边东门中路一号万达广场2楼2077 0769-82586416

屈臣氏东莞银瀛名汇城店 东莞市莞城区南城路1号南城大厦首层 0769-22247805

屈臣氏东莞文化广场分店 东莞市西城文化广场/

屈臣氏东莞塘厦悦港汇店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环市西路2号

屈臣氏东莞万荟购物广场店 东莞大朗镇富华路111号万荟购物广场首层

屈臣氏东莞寮步东都广场店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莞樟路与神前路交汇处东都广场首层

屈臣氏东莞高埗万和百货店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振兴路78号首层

屈臣氏东莞厚街万达店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康乐北路6号万达广场2楼2001A

屈臣氏东莞厚街万科城市广场店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三屯村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栋首层

屈臣氏东莞莞城万科中心店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东城西路与旗峰路交汇处万科中心负一层

屈臣氏东莞凤岗益田假日天地店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龙平南路益田假日天地

屈臣氏东莞大朗盛景汇店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长盛南路中央盛景

屈臣氏东莞石龙沃尔玛店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东升路沃尔玛

屈臣氏东莞虎门万达广场店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连升北路与体育路交汇处万达广场

屈臣氏东莞塘厦镇女人天地店 东莞市塘厦塘新街女人天地一楼

屈臣氏东莞黄江星光城店 黄江镇东进路和环城路和环城路交汇处星光城

屈臣氏东莞东城区星河城嘉荣购物广场店 东莞市东城区东升路嘉荣购物广场首层

屈臣氏东莞万江区嘉荣购物广场店 东莞市万江区万江路南10号摩尔公园2栋首层

屈臣氏东莞南城富民步行街店 南城区莞太路旁南城篁村社区与新基社区交界

屈臣氏东莞东坑润升百货店 东莞市东坑镇文阁路新门楼大厦首层

屈臣氏东莞虎门镇万荟购物公园店 东莞市虎门镇人民南路虎门执信公园同方地下

屈臣氏东莞长安镇钻石广场店 东莞市长安镇长中路钻石广场首层

屈臣氏东莞东城区万达广场店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纵路万达广场2楼 0769-82198550

屈臣氏东莞横沥镇嘉荣购物广场店 东莞市横沥镇中山路383号

屈臣氏东莞石碣众壹盛广场店 东莞市石碣镇光明路嘉禾商贸中心一楼

一茶一座 东莞市东城东路229号星河城2楼 0769-23079211

万达文华酒店 东莞市东城区东纵大道208号 0769-22001888

稻香（南城店） 东莞市南城区元美东路第一国际商务大厦F座4层 0769-21681602

稻香（长安店） 东莞市长安镇长青街地王广场3期4层 0769-81152111






